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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界定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许多专家学
者都进行了解释。牛文元认为,新型城镇化将重
点放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着力改善农村与新增城
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生存条件，从根本上来说，
新型城镇化反映了城乡“动力、质量、公平”的
有机统一[1]；王发曾认为，新型城镇化要科学发
展，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作为其动力，实现经济、
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2]；杨重光认为，
新型城镇化要以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服务产业为
基础，以现代化技术为手段，形成大中小城市

23

安瓦尔·买买提明

中共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并
把它列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六条具体措施
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七届十次全委(扩
大)会上也提出以城镇规划为依据，统筹城乡布
局，重视城市的产业支撑作用，加快推进新型城
镇化步伐，第一次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未
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2010年，中央专门
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对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
长治久安作出全面部署。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是
反映城镇化水平的一系列统计数据系统，是衡量
和监测城镇化建设、评价城镇化水平及揭示城镇
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重要量化手段。目前，对新
疆城镇化建设状况的了解、评估往往只停留在人
口城镇化方面，并且缺乏必要的量化标准。因
此，建立一种直接针对各城镇的指标考核体系
十分必要，它不仅有利于对城镇化建设认识的深
化，提高城镇化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程度，而且有利于城镇自身的纵向对比和不同
城镇间的横向评比，使对城镇化建设的监测、考
核、评比更加定量化、经常化，对推动全疆各地
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十分
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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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n the
definition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builds up a two-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
urbanizatio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multiple
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the paper
constructs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Moreover,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s conducted on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15 citie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autonomous prefectures of Xinjiang,
using the data of 201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Urumqi and Karamay
are relatively hig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Karamay is the highest in the region;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vel of
Karamay, Akesu and Guole Mongolia Autonomous
Prefecture are relatively higher;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Urumqi is the highest in the
reg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basi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for the evalu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level
of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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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摘要】在分析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从资
源与环保、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三个层面构建了
新型城镇化的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
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水
平的定量化评价思路和框架，采取2010年数据，
对新疆15个地、州、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
了定量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乌鲁
木齐、克拉玛依发展最好；在经济发展方面，克
拉玛依发展水平最高；在资源与环保建设方面，
克拉玛依、阿克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对较
好；在社会发展方面，乌鲁木齐的情况最好。研
究为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提供了定量化研
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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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布局，使城乡统筹发展[3]；彭红碧认为，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内涵是：以科学发展观
为引领，发展集约化和生态化模式，增强多元
的城镇功能，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最终实现
城乡一体化发展[4]；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
“新战略、新社会、新经济、新环境、新城乡关
系”[5]。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相对于传统城镇
化而言，重要区别在于“新型”，主要体现在：
经济高效、资源节约、环境优美、社会和谐。其
中经济高效处于核心地位，资源与环境是基础，
社会和谐作为发展目标，三者必须有机地统一起
来，才能构成新型城镇化完整的内涵。

2

3类12项指标组成的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的
三维指标球及判别标准值，通过阿特金森模型，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
体评价[9]；景普秋从城镇化水平、质量、效能和
城市管理4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对山西
特色城镇化进程进行了测算与评价[10]。本文在全
面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新型城市化的本质和内涵出发，依据指标体系
的科学性、系统性、精简性和可行性原则，结合
新疆特殊的情况，将影响新型城市化发展的评价
指标体系概括为3个方面, 并设置了一套由3项一
级指标20项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表1)，以
反映各地区城市化的发展特性。

新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

对于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的研究有很多，
如王慧根据城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经济、
人口、空间、生活方式4个方面来衡量城镇化发
展水平，并构造出相应的14项指标[6]；欧向军从人
口、经济、生活方式和地域景观构建区域城市化
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1991-2005年江苏
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7]；陈明星等建立了
基于时序数据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评价指标体
系，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
社会城市化几方面建立了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 [8];方创琳从经济、社会、空间3方面提出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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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新型城镇化评价方法与步骤

目前已经有学者用一些方法对城镇化的水
平和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
成果 [11～19]，本文综合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方
法，对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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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指标的标准化

设原始数据矩阵A=(xij)m×n，m个评价对象，
n个评价指标，将矩阵标准化后得到R=(xij)m×n。
如果是正向指标，采用公式(1)进行标准化处
理；如果是反向指标，采用公式(2)进行标准化
处理。

表1 新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1 New urba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Xinjiang
目标
准则层(B)
层(A)

经济发展
系统(B1)
新
疆
新
型
城
镇
化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A)

指标层(C)
人均GDP (C1)

正向指标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C2)

正向指标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C3)

正向指标

实际利用外资投资金额(C4)

正向指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C5)

正向指标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6)

正向指标

人均地方财政总收入(C7)

正向指标

单位GDP能耗(C8)

反向指标

单位GDP电耗(C9)

反向指标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C10)

正向指标

资源与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C11)
保系统(B2)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C12)

社会发展
系统(B3)

(1)
指标属性

(2)

r ij为 原 始 数 据 标 准 化 后 的 值 ， 取 值 范 围
(0，1)。将R=(x ij) m×n进行列向量归一化，得到
F=(fij)m×n。

3.2

权重的计算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C13)

正向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C14)

正向指标

城镇化水平(C15)

正向指标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C16)

正向指标

城镇登记失业率(C17)

反向指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
反向指标
均纯收入(C18)
每万人床位数(C19)

正向指标

每万人医生数(C20)

正向指标

(3)
计算第j个指标的差异系数Fj
(4)
计算第j个指标权重Wj
n = 1, 2, 3

(5)

3.3

建立评价模型

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处于最低等
级，地区差异非常明显。
(6)
(7)

其中，q ij为i城市第j个指标的评价得分，Q i
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新型城镇化水平。

4

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

4.1

数据来源

通过整理新疆各地、州、市评价指标的数
据，运用公式(3)～(5)计算处理，得到各指标的
权重以及各系统的总权重(表2、表3)。

4.3

评价结果

根据以上相关指标的数值，运用spass19.0软件
和公式(6)、(7)进行运算，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4.4
4.4.1

分析与讨论

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分析
从总体来看，北疆地区综合水平相对较高，
乌鲁木齐(0.729)、克拉玛依(0.711)、昌吉回族
自治州(0.532)、哈密地区(0.494)、塔城地区
(0.488)均在全疆平均值0.481之上，其他地区虽
低于全疆平均值，但是差距并不是很大。而南
疆地区只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0.568)综合水
平高于平均值，阿克苏地区(0.425)、喀什地区
(0.376)、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0.362)、和
田地区(0.299)均低于全疆平均水平，与北疆地
区相比差距明显，并且最高的乌鲁木齐与最低的
和田地区相差1.4倍。在空间分布上，由图1可以
看出，北疆地区，尤其是天山北坡经济带，都处
于前3个等级之上，而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克

经济发展系统B1

资源与环保系统B2

社会发展系统B3

0.353

0.347

0.300

权重

表3 新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
Tab.3 Weight value of different indexes of new urba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Xinjiang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0.051 0.050 0.050 0.051 0.050 0.050 0.051 0.049 0.049 0.049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0.050 0.049 0.050 0.050 0.050 0.051 0.050 0.049 0.050 0.050

表4 2010年新疆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Tab.4 Evaluation results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different areas
of Xinjiang in 2010
新型城镇
化水平

经济发展
系统

资源与环
保系统

社会发展
系统

乌鲁木齐市

0.729

0.237

0.229

0.263

克拉玛依市

0.711

0.244

0.289

0.178

石河子市

0.439

0.138

0.155

0.147

吐鲁番地区

0.478

0.140

0.230

0.108

哈密地区

0.494

0.111

0.219

0.164

昌吉回族自治州

0.532

0.131

0.223

0.178

伊犁州直属县(市)

0.399

0.085

0.174

0.140

塔城地区

0.488

0.092

0.261

0.134

阿勒泰地区

0.439

0.072

0.239

0.128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0.473

0.053

0.250

0.17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0.568

0.116

0.268

0.184

阿克苏地区

0.425

0.050

0.268

0.107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362

0.062

0.181

0.119

喀什地区

0.376

0.045

0.229

0.101

和田地区

0.299

0.034

0.152

0.112

平均值

0.481

0.107

0.225

0.149

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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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

表2 新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各系统权重
Tab.2 Weight value of different sub-systems of new urba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Xinjiang

安晓亮

4.2

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克拉玛依与乌鲁木齐市作为天山北坡经济
带的两大核心，经济发展位居前两位(克拉玛依
为0.244，乌鲁木齐为0.237)。克拉玛依依托
工业基础优势，积极招商引资和完善大项目跟
踪服务机制。乌鲁木齐作为全疆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拥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吐鲁番地
区(0.140)、石河子市(0.138)、昌吉回族自治
州(0.131)经济发展情况较好，都在全疆平均值
(0.107)之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0.116)在南
疆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最好，但也只是略高于平均
值，与北疆地区相比仍有差距。而阿克苏地区
(0.050)、喀什地区(0.045)、和田地区(0.034)
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均未达到全疆平均水平的一
半。从图2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北疆大部分地区

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
2011》、《新疆调查年鉴2011》、《乌鲁木齐
市统计年鉴2011》、《克拉玛依市统计年鉴
2011》、《昌吉回族自治州统计年鉴201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统计年鉴2011》、《博尔塔
拉蒙古自治州统计年鉴2011》、《阿勒泰地区统
计年鉴2011》、《吐鲁番统计年鉴2011》、《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领导干部手册2011》、《喀什
地区统计公报2011》、《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领导干部手册2011》、《阿克苏地区统计年鉴
2011》、《和田统计年鉴2011》，个别数据参考
了政府网站资料。

4.4.2

城市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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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疆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
Fig.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level of
Xinjiang

图2 新疆新型城镇化经济评价
Fig.2 Economic evalu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of Xinjiang

图3 新疆新型城镇化资源与环保评价
Fig.3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valu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of Xinjiang

图4 新疆新型城镇化社会评价
Fig.4 Social evalu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of Xinjiang

26

VOL.37 NO.7 JUL. 2013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年 第37卷 第7期

都位于第一、第二和第三等级之上，而南疆地区
仅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位于第二等级，南北疆的
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差距较大。其原因主
要由于南疆地区以第一产业为主，资源虽然丰
富，但是技术比较落后，发挥不出资源优势，因
此，缩小与北疆间的差距是南疆当前经济发展的
当务之急。2010年国家将喀什地区设为经济特
区，就是要充分发挥其自身区位优势，以点带
面，辐射周围城镇，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推
进区域城镇化进程。
4.4.3

城镇资源与环保建设分析
在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建设方面，克拉玛
依位居全疆第一(0.289)，这是由于其实施了世
纪公园、克拉玛依河道改造等重点项目。乌鲁木
齐市(0.229)、吐鲁番地区(0.230)、塔城地区
(0.261)、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0.250)、阿勒泰
地区(0.239)发展情况较好，均高于全疆平均水
平(0.225)，而石河子市(0.155)和伊犁州直属县
(市)(0.174)均低于平均水平，是北疆水平最低
的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位居

全疆第二(同为0.268)，这是由于塔里木河、博
斯腾湖、巴音布鲁克草原等都在其境内，生态环
境优越，农业较为发达。相比较而言，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0.181)、和田地区(0.152)相对
靠后。由图3可以看到，克拉玛依、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发展状况相对最好，位于
第一等级，第二等级只有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
塔城地区，第三等级也只有阿勒泰地区，其他地
区都处于较低的等级。
4.4.4

城镇社会发展水平分析
在城镇社会建设中，乌鲁木齐市最好

(0.263)，因为它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中心。此外，内地一些省市都来乌鲁木齐举办
各种产品展销会，使其国际贸易城市的地位日益
凸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对外贸易、旅游等
方面具有良好的传统，也是全国卫生城市，城镇
社会建设情况良好(0.184)。昌吉回族自治州围
绕宜居城市建设，深入实施城乡解困工程，认真
实施抗震安居和廉租房建设等工程，城镇社会
建设情况较好(0.178)。克拉玛依市积极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完成了老城区的改造工程，新城
区的建设正在加快进行。此外，还积极开展构
建和谐社区为目标的特色社区活动，城镇社会
建设情况较好(0.178)。相比而言，阿勒泰地区
(0.128)、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0.119)、和
田地区(0.112)、吐鲁番地区(0.108)、阿克苏地
区(0.107)、喀什地区(0.101)相对比较靠后，均
低于全疆平均水平(0.149)，与乌鲁木齐、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第一等级)等地差距明显，处于
第四、第五等级(图4)。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低，用于城镇建设的投资少，投资渠
道单一，吸引投资的能力弱，今后应着力进行城
镇社会发展方面的建设，逐步缩小与其他地区的
差距。

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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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评价新型城
镇化发展水平，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基于
这样的考虑，笔者构建了这套新型城镇化评价指
标体系，并对新疆15个地、州、市进行定量评价
与比较，得到以下结果：
(1)综合水平而言，乌鲁木齐新型城镇化综
合水平最高，南疆地区水平较低，南北疆发展不
平衡，差距明显。因此要推动区域平衡发展，构
建以中心城市为主，卫星城、产业科技园区为辅
的组团式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
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2)经济发展状况方面，克拉玛依与乌鲁木
齐发展水平最高，而南疆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一
些地区还未达到全疆平均水平的一半，南北疆的
差距再次凸显。因此要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以经
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发展。
(3)资源与环保建设方面，克拉玛依最好，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发展较好，而
其他地区的形势比较严峻。新疆城镇建设主要以
资源开发为核心，但城镇功能互补性不强，难以
形成有效的聚集效应与辐射效应。因此，首先应
将资源型城市向功能型城市转变，减轻城市对资
源的依赖性。其次，要把改善城镇生态环境、防
治污染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城镇发展应结合自身
自然环境特征，避免资源浪费、破坏生态环境的
城镇化发展。
(4)城镇社会发展方面，乌鲁木齐与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相对较好，而南疆其他地区相对落
后，均低于全疆平均水平。今后要加大南疆地区
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
以及国家对口支援新疆建设的优惠政策，采取多
元化投资渠道，积极吸引国内民间资本以及外资
在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投资新疆城镇

